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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美安营销中心项目已由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

会以《专题会议纪要》〔2014〕59号文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
控股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拟建于美安科技新城一期南
片区美安公园（美安公园由美安一横路、美安四纵路和美安环路三条路环绕）
的西南角，临近美安四纵路和美安环路；总建筑面积约2654.58平方米，招标
控制价为8970541.66元，计划工期150日历天。施工标招标范围为建筑工
程（含装修）、水电安装、及室外配套工程等。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国
内独立法人资格且同时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或以上资质，并在
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
具备房屋建筑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不接受联
合体投标。详情请登录《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http://www.hkcein.
com）。联系方式：王工，电话：0898-68597606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411HN0132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资产：1、一台800KW
柴油发电机组，挂牌价格为16万元；2、两台1000KW柴油发
电机组，挂牌价格为46.2万元。公告期：2014年11月24日
至2014年12月22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www.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 电话：65237542，海口市龙昆南路
凤凰新华文化广场五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
66558026杨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4年11月24日

中标公示
昌江县十月田镇南岭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已于 2014年

11月17日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完成开、评标工作，

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第一标段：第一中标候选人：广东省

源天工程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泸州市江南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第三中标候选人：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标段：第一中

标候选人：银广厦集团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泸州市江南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深圳市金群园林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公示期：2014年11月24日至26日，如有异议请在

公示期内与昌江县纪检监察局联系，电话：0898-26699917。

文华山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审查批前公示
海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开发的“文华山庄”项目位于海秀中路北

侧秀英村，规划用地面积1026.47m2，拟建1栋地上8层/地下2层住宅
楼，总建筑面积 2937.94m2，容积率 2.18，建筑密度 26.09%，绿地率
45.43%，停车位18个。因用地条件限制，设计方案东侧退线6.47米，
南侧退线7.57米，西侧退线6.41 米，北测退线6.25米，未能完全满足
技术规定要求，但与周边建筑的间距符合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
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
工作日（2014年11月24日至12月5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
（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
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
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技术审查二
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3，联系人：冼心雄。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11月24日

滨江帝景S2地块20、21栋分期规划核实公示启事
海南六合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开发的滨江帝景S2地块莱茵

河畔项目（18-25栋住宅楼及幼儿园）位于海口新大洲大道东侧，
2013年3月7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21栋全面完工，现该
公司因为需要按销售合同约定的时间办理房产证，申请对20、21栋先
进行竣工规划核实。依据海口市规划局建设工程规划批后管理规程，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分期竣工规划核
实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2014年11月24日至12月2日）。
2、公示地点：建设项目现场、规划网站。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
电子邮箱请发送到：QSFJ8888@sina.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府
城新城路 4号海口市规划局琼山分局建筑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
571100）；（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
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65801481 联系人：王忠伟

海口市规划局琼山分局 2014年11月21日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海口市人民医院综合保障楼项目勘察设计。2.招标

人：海口市人民医院。3.概况与招标范围：新建1栋（14/1层），总面积
约30666m2，总投资约1亿元。工期60日历天；招标范围：岩土工程
勘察和概念性方案设计,中标后进行基坑支护及降水设计、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景观绿化、配套设计等。4.投标人资格：4.1独
立法人、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甲级或以上和岩土工程勘察甲级或
以上资质（允许联合体投标）、2011年1月1日至今完成过单项合同建
设规模3万m2及以上房建工程设计和单项合同金额达60万元及以上
房建工程勘察业绩、设计负责人为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勘察负责人
为注册土木（岩土）工程师。4.2省外企业有《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
支机构备案手册》。4.3提供有效的经注册地或项目地检察院出具的
无行贿犯罪证明（投标人及法定代表人、拟任负责人）。5.招标文件获
取：5.1 2014年11月24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下载招标文
件。5.2招标文件500.00 元/套，售后不退。6.投标文件递交：6.1投
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12月15日08时30分，地点为海口
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3楼(海甸五西路28号)。6.2逾期或未
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将不予受理。7.本公告同发布在《海南日
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中国采购
与招标网》。8.联系人：颜工 66795312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41104期）

受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4年12月11日
上午10时在我公司大厅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万泉美地国
际生活村第2幢2单元205号房产，建筑面积：52.51m2，参考价：38.78
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注意事项：本次拍卖按标的物的现状进行拍
卖，拍卖标的物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证》，办理拍
卖标的物过户手续所产生的税费按照法律规定承担。展示时间及地点：
自公告之日起至2014年12月8日在标的物所在地展示。有意竞买者
请于2014年12月8日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至法院指定账户（开户
名：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华夏银行聊城东昌支行；账号：
12751000000691929），并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竞买保证金缴纳凭证到
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新村588号
海景湾大厦主楼20层。联系电话：0898-36326216 13876696927
范先生；法院监督电话：0635-8421615 李法官

中标候选人公示
项目名称：三亚市妙林田洋月川安置区室外工程项目施工标于

2014年11月20日9:00分在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第二开
标室开标，已完成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建设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中王帝印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南宁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2014年11月24日至2014年11月26日。公示期内，

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
或举报，电话：0898-88262633。

招标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河南省鑫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24日

旅游网站Travel+Leisure调查显示，2013
年全球最受游客追捧的旅游地点是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的大巴扎，游客数量达到9125万人。

位列第二的是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索卡洛广
场，去年一年迎来8500万名游客，位列第三的是
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游客数量达5000万人。

进入前十的其他热门目的地还包括纽约中
央公园、华盛顿联合车站、拉斯韦加斯大道、日本
东京明治神宫、浅草寺、位于美加交界的尼亚加
拉瀑布以及纽约中央车站。

中国北京的故宫、长城和国家博物馆均进入
前五十名，分列第16、26和46位。

荆晶（新华社微特稿）

全世界游客最爱去哪儿？

伊斯坦布尔大巴扎“最热”
故宫长城国博进入前五十名

新华社吉隆坡11月23日电（记者赵博超）据
中国驻马来西亚古晋总领馆提供的消息，在马来西
亚沙捞越州22日发生的煤矿爆炸事故中，确认有
5名中国矿工受伤，目前他们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据了解，受伤的中国矿工全部来自安徽省，伤
情主要是烧伤。在获知事故消息后，中国驻马来
西亚古晋总领馆立即与医院和警方取得联系，领
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了受伤的中国矿工。

马来西亚沙捞越州22日早上发生一起煤矿
爆炸，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29人受伤。据报道，
爆炸地点位于煤矿井口下约450米处。当地警方
称，死者中包括1名朝鲜人、1名缅甸人和1名印
度尼西亚人；29名伤者中除5名中国人外，还有
印尼人、缅甸人、孟加拉国人和朝鲜人。所有伤员
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据报道，发生事故的煤矿已经运营约8年。
最新统计数字显示，该煤矿有119名工人，多数是
外国人。

救援部门相关负责人说，目前调查人员正在
对这起爆炸事故的具体原因进行调查。

马来西亚煤矿爆炸
致3人死亡
29名伤者中有5名中国人

美国国家儿童健康与人类发育研究所研究人
员在《美国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防晒霜、
洗发水和润肤乳液里的防晒物质会影响男性生殖
能力。他们说，一些能隔离紫外光的物质，比如
BP－2和4OH－BP会通过皮肤吸收进人体，影
响内分泌系统和激素水平，将男性的生殖能力降
低近三成。虽然女性使用护肤品的频率比男性高
得多，但她们不受这些物质的影响。

研究人员说，考虑到防晒霜能有效预防皮肤
癌，他们不建议男性停用。对于那些想要做父亲
的人来说，可以每次进入室内及时把防晒霜洗掉，
并少用或停用其他有防晒功能的化学产品。

荆晶（新华社微特稿）

男士常用防晒霜
或难当爹

据新华社平壤11月23日电 朝
鲜国防委员会23日发表声明说，朝鲜

“全面否定”联合国此前通过的朝鲜人
权决议案，将对推动决议通过的美日
韩等国进行的反朝人权挑衅采取“前
所未有的超强硬应对措施”。

声明说，朝鲜人权决议案是在“脱
北者”虚伪证言基础上制定的，是侵害
朝鲜国权的“宣战布告”，是一个由美
国操纵、以颠覆朝鲜主权为目的的决
议，要求奥巴马政权对此正式道歉。

朝鲜表示

将“超强硬”应对
反朝人权挑衅

据新华社莫斯科 11月 22日电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2日表示，
西方对俄制裁的最终目的是推翻俄罗
斯现政权。

拉夫罗夫说，部分西方国家领导人
公开表示应该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以破
坏其经济运行并引发人民的反抗，对此
甚至毫不隐瞒。他指出，俄罗斯并不
拒绝同欧洲开展合作，但在当前条件
下同欧洲进行正常的贸易关系已经
不可能。

俄外长批西方
“玩阴招”

最后期限前达成全面协议“基本不可能”

伊核谈判可能再延期

11月23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学生参加示威，支持伊朗核项目。新华社/法新

11月22日，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一名伤者
从发生爆炸的煤矿洞口走出来。 新华社发

千佐子现年67岁，笕勇夫是她的第四任丈
夫。笕勇夫去年12月在家中突然病倒随后在医
院死亡，两人当时结婚还不到两个月。

验尸报告显示，笕勇夫血液中存在剧毒氰化
物。本月19日，千佐子因涉嫌毒杀丈夫被捕。
警方20日在千佐子一处京都住宅的垃圾袋中发
现了微量氰化物，还在她家中发现了药物注射器
和医学用书。

日本媒体跟进报道这一事件，曝光了千佐子6
名前夫或男友死亡的消息，并将她称作“黑寡妇”。

千佐子的首任丈夫1994年去世、第二任丈
夫2006年死于中风、第三任丈夫2008年去世、
一名据信患癌症的男友2009年去世、一名未婚
夫2012年死于车祸。去年9月，也就是千佐子
与笕勇夫结婚前不久，她和一名75岁男友在一
家餐馆用餐后，男友病倒后身亡。

法新社21日援引警方最新调查发现报道，
与千佐子交往的男子中，大多是她经由婚姻介绍
所结识，而她的择友条件也十分特别。

千佐子偏好年长、独居、无子女、有不动产或
土地的男性，而且“如果患有疾病更好”。

媒体报道，过去20多年间，千佐子在这些
男性伴侣死后共获取价值10亿日元（约合850
万美元）保险金和其他资产。

尽管如此，千佐子去年与笕勇夫结婚前仍
欠有外债。

数任男友和丈夫的死并没有阻止千佐子
寻觅新欢。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就在她与笕
勇夫结婚不久后，千佐子就再次请婚介所再为
她寻找对象。而在笕勇夫去世前后，她与数名
男子约会。

法新社报道，对于那些没和她结婚的男友，
千佐子通常要求对方签署公证文书，承诺过世后
把遗产赠予她。

对此，千佐子称，这样的公证书是男友向她
表达衷心的“最起码方式”。

先前接受媒体记者追问时，千佐子否认谋杀丈

夫，自称“人们怀疑我谋杀，我还不如咬舌自尽”。
她说，自己之所以交友无数，是为了“过上平

静的日子”，不想人老了还为钱发愁，“只想找个
不错的人依靠”。

按法新社的说法，千佐子并不是受日本媒体
曝光的首名“黑寡妇”。

2012年，木岛金枝（音译）因经由交友网站
结识并杀害3名男子而被判绞刑；一名前酒吧女
招待因谋杀两名男子被判死刑，现正等待法院就
其上诉作出判决。

杜鹃（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日本无业妇女笕千佐子
（下图）本周因涉嫌谋害第四
任丈夫笕勇夫被捕。

媒体21日披露，除笕勇
夫外，过去 20 年间，千佐子
还与另外 10 余名男子结婚
或交往，其中 6 人死亡。由
此，千佐子被日本媒体冠以

“黑寡妇”的称呼。

择偶竟要求“最好身患疾病”

日本“黑寡妇”涉嫌杀多人被捕

6名前夫或
男友死亡

丈夫死前
她就觅新欢

获取资产
超10亿日元

2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谈判终于逼近一个重要
时刻——各方即将摊牌。

按照去年11月日内瓦协议安排，伊
朗与伊朗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代表举行多轮
磋商，努力寻求长久解决伊核问题的方
案。但是到了最后关口，结果依然是开
放式的，一切皆有可能。

根据过去几天的谈判进展以及各
方深思熟虑后放出的言论，可以判断，
谈判大致走向如下：

结果一
24日达成伊核问题全

面协议，基本不可能。
距离六国和伊朗商定的24日最后

期限只有不到2天时间，双方在限制伊
朗铀浓缩规模和能力以及解除对伊制
裁时间表等核心问题上依然没有取得
突破。

美国国务卿克里21日在与伊朗外
长扎里夫进行多轮闭门磋商后对外界
说，双方依然存在“一些严重分歧”。英
国外交大臣哈蒙德也表示，各方都努力
在最后期限前达成全面协议，目前谈判
还存在明显分歧。

结果二
都不让步，谈判破裂，

可能性也不大。
首先，这种结局不符合各方根本利

益，可谓灾难性结果，双方都伤不起。

伊朗可能重启核计划，引发地区局势不
稳。西方恢复全面制裁伊朗，伊朗经济
将雪上加霜。根据日内瓦协议，伊朗冻
结部分核计划，换取西方松动对伊朗的
制裁。一旦谈判破裂，这些积极进程都
将付诸东流。

其次，奥巴马政府和鲁哈尼政府过去
一年来投入了很大的政治砝码，以期抓住
解决伊核问题前所未有的机遇，实现历史
性突破，甚至开启美伊关系新篇章。失败
对双方政府而言都是一个打击。

结果三
延长谈判期限半年甚

至一年，可能性较大。
本来今年2月开始的全面协议谈判

计划7月结束，后来双方决定延长至11月
24日，给谈判各方更多的机会和时间。
能延长一次，为何不能延长第二次呢？

谈判各方宁愿选择继续谈，也不愿
承担谈判破裂的政治和历史责任。谈
下去，维持现状，总比美伊在核问题上
重新走向对抗要好得多。

据报道，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谈判
代表23日表示，伊核问题谈判要在原定
截止日期前达成全面协议已“不可能”，
谈判可能延期。这名谈判代表说：“考
虑到时间有限，大量的细节还未敲定，
在24日截止日期前达成伊核问题的全
面和最终协议是不可能的。”

当然，伊朗方面希望延期，美国不
到最后关头不会松口。否则，现在谈延
期，可能丧失迫使伊朗作出更多让步的
机会。

结果四
在最后关头达成一个

框架性的文件，即一个总体
的政治协议，这一可能性依
然存在。

各方信息表明，过去几天，迫于时
间压力，美伊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
份可能的政治文件里，一方面锁定谈判
成果和共识，另一方面承诺下一步继续

谈判解决未决问题。
目前看来，这是最理想的现实选

项。如果能够形成这样的文件，伊朗
核谈判各方努力多少得到了重大回
报，结果可以为各方，包括美伊国内强
硬派势力所接受，也是谈判延期的一
个充分理由。

同时，这一选项的基础已经存
在。虽然目前伊朗与西方国家在核心
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经过一年的外
交努力，各方已经在很多被认为是难
以解决的问题上取得了一些积极成

果。
美国谈判代表、副国务卿舍曼在谈

判开始前曾表示，经过各方多轮外交努
力，谈判在很多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出乎
预料的进展。有消息说，双方在离心机
数量上的立场不断接近，目前的差距缩
小到了数千台之争。

无论结果如何，11月24日注定将
成为持续十多年的伊核问题的重要里
程碑，我们拭目以待。

记者刘向
(新华社维也纳11月23日电）


